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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
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

 

 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，无论天涯海角， 
  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；行天理，再现公道，匡扶人间正义。 

 
 
 
 
 

 

 

责任人 - 地区: 浙江;  

编号: 128992   (序号：1) 
姓名: 汤海庆 
职务: 院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096 号    金华市中级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1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28993   (序号：2) 
姓名: 施晓玲 
职务: 审判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096 号    金华市中级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1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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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128994   (序号：3) 
姓名: 徐洪彬 
职务: 检察长 (原任)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丹光西路 8 号   婺城区检察院    
       邮编：321001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5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28995   (序号：4) 
姓名: 徐维 
职务: 公诉人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丹光西路 8 号   婺城区检察院    
       邮编：321001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5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8996   (序号：5) 
姓名: 万斌 
职务: 公诉人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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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丹光西路 8 号   婺城区检察院    
       邮编：321001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5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28997   (序号：6) 
姓名: 张永伟 
职务: 院长 (原任)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28998   (序号：7) 
姓名: 叶丽敏 
职务: 审判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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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8999   (序号：8) 
姓名: 龙霞 
职务: 陪审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29000   (序号：9) 
姓名: 田建平 
职务: 陪审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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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1   (序号：10) 
姓名: 吴谦 
职务: 书记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2   (序号：11) 
姓名: 李晓春 
职务: 市政法委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政法委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  永康市政法委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8 

责任系统: “610”系统,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3   (序号：12) 
姓名: 应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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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: 主任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“610 办公室” （防范办）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  永康市政法委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7 

责任系统: “610”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4   (序号：13) 
姓名: 黄振洪 
职务: 成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“610 办公室” （防范办）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  永康市政法委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7 

责任系统: “610”系统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5   (序号：14) 
姓名: 胡斓斓 
职务: 成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“610 办公室” （防范办）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  永康市政法委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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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系统: “610”系统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6   (序号：15) 
姓名: 陈曙初 
职务: 局长 (原任)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  永康市公安局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6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07   (序号：16) 
姓名: 施飙 
职务: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  永康市公安局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6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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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129008   (序号：17) 
姓名: 徐文波 
职务: 国保大队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公安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丽州北路 1 号楼   永康市公安局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06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10   (序号：18) 
姓名: 胡筱宁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1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派出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华丰西路 58 号  江南派出所 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9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11   (序号：19) 
姓名: 钱峻 
职务: 所长 (原任)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1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派出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华丰西路 58 号  江南派出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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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9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12   (序号：20) 
姓名: 汤恒 
职务: 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1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派出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华丰西路 58 号  江南派出所   
       邮编：321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09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13   (序号：21) 
姓名: 何建党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1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看守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建城西工业区花城东路 139 号   永康市看守所  
       邮编：321302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7237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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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29014   (序号：22) 
姓名: 王成法 
职务: 副监狱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901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第四监狱 
     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邱山大街 1 号 
       邮编：311100 
        
       通讯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0 信箱   
       邮编：3111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2469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执行机构（包括监狱，劳教所，教养院、劳改队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、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897 

编号: 130404   (序号：23) 
姓名: 刘安琳 
职务: 法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3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06   (序号：24) 
姓名: 朱祖洋 
职务: 检察长 



  
       
           

 

电话: 1-347-448-5790; 传真: 1-347-402-1444; 邮箱: P.O. Box 84, New York, NY 10116 USA 网址：zhuichaguoji.org | upholdjustice.org 
11 

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
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

 

 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，无论天涯海角， 
  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；行天理，再现公道，匡扶人间正义。 

 
 
 
 
 

 

 
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检察院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5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07   (序号：25) 
姓名: 赵文中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政法委 
      （上虞市委政法委 610 办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市民大道 987 号 
       邮编：312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699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08   (序号：26) 
姓名: 李细应 
职务: 维稳科科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政法委 
      （上虞市委政法委 610 办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市民大道 987 号 
       邮编：312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699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 



  
       
           

 

电话: 1-347-448-5790; 传真: 1-347-402-1444; 邮箱: P.O. Box 84, New York, NY 10116 USA 网址：zhuichaguoji.org | upholdjustice.org 
12 

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
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

 

 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，无论天涯海角， 
  无论时日长短，必将追查到底；行天理，再现公道，匡扶人间正义。 

 
 
 
 
 

 

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09   (序号：27) 
姓名: 杨东娥 
职务: 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政法委 
      （上虞市委政法委 610 办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市民大道 987 号 
       邮编：312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699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0   (序号：28) 
姓名: 陈澄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政法委 
      （市政法委）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西路 333 号  
       邮编：3120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32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1   (序号：29) 
姓名: 王荣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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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: 副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政法委 
      （市政法委）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西路 333 号  
       邮编：3120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32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2   (序号：30) 
姓名: 胡晓迪 
职务: 国保支队队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08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3   (序号：31) 
姓名: 周晓国 
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 
      （区公安局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王充路 1117 号  
       邮编：3123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6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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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5   (序号：32) 
姓名: 朱良荣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4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6   (序号：33) 
姓名: 郦煜杰 
职务: 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4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7   (序号：34) 
姓名: 姚阳潮 
职务: 警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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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4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19   (序号：35) 
姓名: 许国华 
职务: 党工委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8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20   (序号：36) 
姓名: 李立刚 
职务: 党工委副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2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8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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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21   (序号：37) 
姓名: 朱柏治 
职务: 主任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2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8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22   (序号：38) 
姓名: 俞炳泉 
职务: 副主任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2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8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23   (序号：39) 
姓名: 唐燕军 
职务: 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2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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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8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0424   (序号：40) 
姓名: 王彩君 
职务: 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2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办事处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18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刘安琳-2020（第 0200 号）-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法院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0402 

编号: 131255   (序号：41) 
姓名: 陈玲玲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5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政法委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 801 号市机关大楼 16 楼   金华市政法委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35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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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56   (序号：42) 
姓名: 董旭斌 
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5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北街 1055 号  金华市公安局  
       邮编：321000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34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57   (序号：43) 
姓名: 曹益军 
职务: 审判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5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096 号    金华市中级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1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58   (序号：44) 
姓名: 范继军 
职务: 审判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5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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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096 号    金华市中级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1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59   (序号：45) 
姓名: 弋婷婷 
职务: 代书记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5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 1096 号    金华市中级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8991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1   (序号：46) 
姓名: 朱璇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江南公安分局西关派出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经济开发区宾虹路 1358 号   西关派出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0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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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2   (序号：47) 
姓名: 程浩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政法委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光南路 836 号区行政大楼  金东区政法委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1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3   (序号：48) 
姓名: 高峰（2） 
职务: 书记（原任）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政法委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光南路 836 号区行政大楼  金东区政法委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1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4   (序号：49) 
姓名: 王海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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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公安分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 1996 号  金东公安分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3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5   (序号：50) 
姓名: 黄斌 
职务: 局长（原任）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公安分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 1996 号  金东公安分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3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6   (序号：51) 
姓名: 陶宏义 
职务: 国保大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公安分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 1996 号  金东公安分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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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7   (序号：52) 
姓名: 陈建花 
职务: 国保大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公安分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 1996 号  金东公安分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3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68   (序号：53) 
姓名: 黄祝彪 
职务: 国保大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公安分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 1996 号  金东公安分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5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813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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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131269   (序号：54) 
姓名: 张翼挺 
职务: 法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6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70   (序号：55) 
姓名: 鲍大进 
职务: 审判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71   (序号：56) 
姓名: 俞军（2） 
职务: 陪审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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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72   (序号：57) 
姓名: 卢梦青 
职务: 代书记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210 号  婺城区法院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7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94 

责任系统: 司法 - 行政系统（法院，司法局，司法厅，检查院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74   (序号：58) 
姓名: 楼赟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东关派出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东孝街道戴店小区   东关派出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02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3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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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76   (序号：59) 
姓名: 李懋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看守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狮乡十里牌楼村    金华市看守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9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5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1278   (序号：60) 
姓名: 张义芳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拘留所 
     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狮乡十里牌楼村   金华市拘留所   
       邮编：321019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277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查浙江省金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朱作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1040 

编号: 132090   (序号：61) 
姓名: 林德峰 
职务: 国保大队队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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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1   (序号：62) 
姓名: 范建富 
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2   (序号：63) 
姓名: 张剑 
职务: 副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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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132093   (序号：64) 
姓名: 张雷 
职务: 国保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4   (序号：65) 
姓名: 余民雷 
职务: 国保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5   (序号：66) 
姓名: 张世国 
职务: 国保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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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6   (序号：67) 
姓名: 林涛（1） 
职务: 国保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7   (序号：68) 
姓名: 燕宏斌 
职务: 国保警察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9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8   (序号：69) 
姓名: 李晓东 
职务: 书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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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政法委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75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099   (序号：70) 
姓名: 曾伟标 
职务: 副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9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政法委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75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101   (序号：71) 
姓名: 王祖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定塘镇政府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0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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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102   (序号：72) 
姓名: 沈良勇 
职务: 政法委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定塘镇政府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0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104   (序号：73) 
姓名: 胡繁荣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3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106   (序号：74) 
姓名: 罗挺 
职务: 副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6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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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政府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5 

责任系统: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107   (序号：75) 
姓名: 伊宏斌 
职务: 政法委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政府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5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
编号: 132108   (序号：76) 
姓名: 林涛（2） 
职务: 政法委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政府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105 

责任系统: “610”系统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林德峰 --2021（第 082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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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132477   (序号：77) 
姓名: 周韶辉 
职务: 国保队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7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6604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周韶辉--2021（第 103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63 

编号: 132478   (序号：78) 
姓名: 郑雍皓 
职务: 国保队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78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6604 

责任系统: 国保、政保科,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周韶辉--2021（第 103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63 

编号: 132479   (序号：79) 
姓名: 陆朝晖 
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7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66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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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周韶辉--2021（第 103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63 

编号: 132481   (序号：80) 
姓名: 周剑平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8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河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80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周韶辉--2021（第 103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63 

编号: 132482   (序号：81) 
姓名: 王邦进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8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政法委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41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周韶辉--2021（第 103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63 

编号: 132483   (序号：82) 
姓名: 张永康 
职务: 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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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83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沁园街 256 号   宁波市看守所  
       邮编：315012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25712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周韶辉--2021（第 103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463 

编号: 132589   (序号：83) 
姓名: 杨辉 
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8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局 
     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 485 号     拱墅区公安分局  
       邮编：310014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587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曹宏--2021（第 107 号）-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80 

编号: 132591   (序号：84) 
姓名: 徐海华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分局上塘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0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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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曹宏--2021（第 107 号）-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80 

编号: 132592   (序号：85) 
姓名: 李炜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2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政法委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592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曹宏--2021（第 107 号）-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80 

编号: 132594   (序号：86) 
姓名: 贾军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4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3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曹宏--2021（第 107 号）-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80 

编号: 132595   (序号：87) 
姓名: 楼伟锋 
职务: 教导员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5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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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93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曹宏--2021（第 107 号）-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580 

编号: 132647   (序号：88) 
姓名: 宣业靖 
职务: 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7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公安分局 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尚书街 84 号  
       邮编：315099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36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蒋勇--2021（第 110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2 

编号: 132649   (序号：89) 
姓名: 韩多奇 
职务: 所长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9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云派出所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8 

责任系统: 公安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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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查 令-被追查人蒋勇--2021（第 110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2 

编号: 132650   (序号：90) 
姓名: 张启表 
职务: 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50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法委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39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蒋勇--2021（第 110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2 

编号: 132651   (序号：91) 
姓名: 周红萍 
职务: 副书记 
责任人链接: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51 
单位（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）:  

    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法委 
       
      单位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90739 

责任系统: 政法委系统,  
分类:担任重要职务, 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浙江,  
迫害案例: 

追 查 令-被追查人蒋勇--2021（第 110 号）-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国保大队 
案例链接：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1326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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